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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原生态饮料有限公司生
产的崂仰山泉水，取自风景秀丽
的青岛崂山二龙山百米深层花岗
岩裂隙间，纯天然零污染，水质优
异。属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型
矿泉水，水质清澈甘冽，口感软
绵，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
素，呈弱碱性，极易被人体接受而
使人体更健康。崂仰山泉水是在
水源地灌装，天然水质更健康。采
用先进工艺及设备进行过滤除菌
处理，严格按照IS9001质量管理
体系和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进行全面质量管理。矿化度低，
水质甘冽口感软绵，冲茶饮用，更
添芬芳清香。

选择一桶好水，就是选择您和
家人的健康！
预订水票：
订10桶赠2桶，城区内打电话免费
送到门。
订水电话：15550135798

制造商：
青岛原生态饮料有限公司
生产商：
青岛市崂山区仰口(二龙山)

销售地址：
巨野县招商街北段12中操场北临
监督电话：0532-87849948

崂仰山泉水
巨野总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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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俩骑车送孩子上大学，路上丢失万余元现金

巨巨野野八八旬旬老老党党员员拾拾金金不不昧昧风风格格高高
本报巨野3月9日讯(通讯员

孙永杰 ) 3月7日上午，巨野
县开发区后屯村孙沛喜老人的
家门前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
引来了周围群众围观。原来，这
是徐磊夫妇为感谢孙沛喜老人
拾金不昧燃放的。

孙 沛 喜 老 人 今 年 7 9 岁 ，
1956年参军入伍，1960年退伍
后在家务农，1971年入党，曾在
村里当过多年村干部，一个女

儿已于多年前出嫁，现孤身一
人居住在侄子家中。3月5日元
宵节那天，孙沛喜老人去大元
商贸城广场听戏，行至万福路
东段，捡到一黑色背包，打开后
发现里面有大量现金和银行卡
等。老人当即意识到失主一定
在焦急寻找。他没有动地方，站
在路边希望尽快有人来认领。
然而，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仍然
没有等到失主。“一直等下去也

不是办法。”孙沛喜老人拨通了
村支部书记孙登会的电话。孙
登会到来后，按照背包内身份
证的信息，通过西城派出所，几
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失主电话，
并通过电话证实了对方姓名和
身份。

原来，失主徐磊夫妇是巨
野县大义镇小徐营村。3月5日，
骑电动车去车站送孩子搭车上
大学，带了11000余元现金 ,存款

折、工资卡等计10万余元，全部
放在背包内，行至县城万福路
附近不慎掉落在地。徐磊夫妇
发现钱包丢失后，焦急万分，四
处寻找，并报着试试看的思想，
向西城派出所报了警。本以为
找寻无望时，西城派出所指导
员崔文忠同志接到了后屯村支
部书记孙登会的电话，得到了
孙沛喜老人捡包的信息。

本报巨野3月9日讯(刘谓磊)

近年来，巨野县不断加强机关
事业单位工资管理工作。对全县
机关事业单位享受遗属困难补
助的对象，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核
查，共清理失去补助条件仍然

“吃空饷“的人员126名。
根据市委组织部、市编办、

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下发的《关于转发〈关于开展全
省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菏人社字〔2014〕97号)文件精神，
巨野县紧密结合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工
作，形成了机关事业单位“吃空
饷”治理防范长效机制。按照巨
人社[2014]7号文件精神，调整了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同时结
合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在编
不在岗、编外用人专项治理活
动，借助调整遗属困难补助标
准、换发证件的机会，对全县机
关事业单位享受遗属困难补助
的对象，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核
查，共清理失去补助条件的人员
126名。

巨野清理126名单位

遗属“吃空饷”人员

遗失声明

巨野两孩童村头玉米秸旁玩耍无故被烧，一死一重伤

33岁岁烧烧伤伤女女孩孩家家人人求求助助媒媒体体
本报巨野3月9日讯(刘谓磊)

大谢集镇王花园村3岁女孩王
紫梦，因烧伤严重住院抢救的
情况，牵动了众人心。一个月的
时间过去了，目前情况怎样？记
者连线了正在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陪王紫梦住院治疗的王
紫梦的爸爸王加顺。

据王加顺介绍，王紫梦刚
做完了腿部第二次植皮手术，
取得是王紫梦头上的皮。等头
上的新皮长出后，再植，需要多
次手术。第一次植皮花去4万多，

这一次也得4万，全家人正为昂
贵的手术费发愁呢。

据了解，2月11日下午3时
许，3岁的王紫梦和一名4岁的男
孩，在村北的玉米秸旁玩耍，不
知怎么突然着火。风大势猛，过
路群众发现后，奋不顾身把两
个孩子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立
即送往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4

岁的男孩因伤势过重，没能抢
救过来。3岁的小紫梦也烧成了
重伤，两条腿的皮肤被完全烧
掉，全身重度烧伤面积达50%。

医生说，孩子像正常人走路的
可能性不大。庆幸的是，手没大
问题，脸上可能会留点疤。

治疗小紫梦的花费每天高
达数千元，一个月来已花去了16

万元，医生说还需要30多万。这
对全家只靠1 . 4亩耕地生活的王
加顺来说，真是太残酷了！亲
戚、邻居和朋友的钱已借了个
遍，再向谁张嘴！

为了抢救在遭受巨大痛苦
的小紫梦，她的爸爸王加顺和
妈妈闫常燕，特恳求社会爱心

帮助。夫妻俩说，他们不会用华
丽的语言表达感谢，只能在心
中祈祷好人好报，好人一生平
安。也许您就是小紫梦的恩人，
也许您能从这惨痛中吸取教
训。

愿每颗爱心都能散发点光
和热，愿每位慈善人士伸出您
的关爱之手，来救救这个可怜
的孩子。
王加顺 电话:18353072919；
邮政银行储蓄卡：
6217994610005466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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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章,372926195705052216)；
李兆钦，372926196705074815；
赵明强，372926198008095118；
宋成燕，372926198807284812；
身份证丢失，特此声明。
★巨野县董官屯镇刘良寺村

民委员会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烂烂洋洋葱葱““挡挡道道””
巨野县陶庙镇原有和新建大中型恒温库10多座，

每年的蒜苔、大蒜、洋葱收获季节，许多客商都纷纷聚
集这里，将收购的大量蒜苔、大蒜、洋葱储存起来。可
是由于天气、洋葱品种等多种原因，去年收购储存在
恒温库里的洋葱还没等销售就出现腐烂现象。

据该镇苏坑村村民苏九争介绍，由于腐烂洋葱
无法处理，商家就利用晚上偷偷倾倒，12米的路面，
近1公里长的路，让腐烂洋葱占去了三分之二。随着
天气一天天转暖，腐烂洋葱刺鼻的臭味与日加剧，
人们很远就能闻到。 孔祥铭 摄影报道

本报巨野3月9日讯(张桂玲
刘谓磊 ) 近年来，巨野县连

出重拳，狠狠整治性别比偏高势
头。目前，涉案“两非”罚款20余
万元，取消二孩计划22个，党政
纪处理违规医疗卫生单位干部
职工8人。

2012年，巨野县被确定为山

东省性别比偏高的县区后。各级
党委政府迅速出台严厉打击“两
非”举措，设立举报重奖。规定，
凡举报1例私自鉴定胎儿性别的，
查实后，奖举报人3000元。举报1

例私自流引产的奖5000元。两年
多来共印发40万份举报宣传单。
对群众举报，有案必查，属实必

奖。2014年以来，已查出21起“两
非”案件。该县还和鱼台、金乡、
郓城等周边县签订联防协议书，
互通情报，携手痛击“两非”。

同时，巨野县把出生人口性
别比治理，纳入镇区办和县直部
门责任目标考核内容，实行主要
领导计划生育工作述职述效、考

核评议制度，并将年终结果记入
档案，坚持一票否决。2014年以
来，全县共查处“两非”案件21起，
没收B超机11台，下达整改通知
书5份，下达处罚决定书16份，罚
款20余万元，取消二孩计划22个，
党政纪处理违规医疗卫生单位
干部职工8人。

巨野县连出重拳，狠狠整治性别比偏高势头

88名名涉涉““两两非非””干干部部职职工工受受处处理理

囫囫囵囵吞吞枣枣，，巨巨野野一一老老太太险险送送命命
大过年，辗转两地三家医院才查出病因

本报巨野3月9日讯(孔祥铭)

近日，巨野县陶庙镇一老太
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年吃个枣
馍，差点送了性命。

据了解，老太太住陶庙镇
苏坑村，今年81岁，老伴因病去
世多年，膝下有5个子女，身体一
直很好，就自己单过。大年三十
晚上，老人吃过饭后就觉得身
体不适、喉咙痛，起初认为是感
冒了也没太在意，过两天不能
吃东西了，后来连水也不能喝
了。直到大年初四上午9点，儿子
苏九宣仍然不见母亲出门，到
屋内发现老人病得躺在床上不
能起了。他立即召集兄弟姐妹，
急忙找车拉着老太太先到附近
一家民营医院就诊。

老太太躺在病床上痛苦呻
吟，大夫听了病人家属的病情

述说后，认为患者得的可能是
重病，，建议病人家属快去大医
院转诊治疗，儿女们不敢怠慢，
开车直奔50多里外的巨野县人
民医院，县医院医生为老人进
行了拍片检查，发现患者食道
壁有两处穿孔且有一小块阴
影，也怀疑老太太患的不是一
般疾病，老太太病痛厉害，考虑
到病人年事已高，大夫建议赶
紧转到大医院治疗。

接连换了两家医院，但两
家医院均不敢接诊，她的子女
们心急火燎。没办法，他们马不
停蹄当日又开车前往100多里外
的济宁医院进一步检查。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
生们根据拍片和CD检查结果，
经过会诊决定对老人进行胃镜
检查，可是患者年龄偏大不说，

而且食道壁变薄且有两处穿
孔，做胃镜有很大的危险性，其
危险程度不亚于一次大手术，
根据医疗临床规定，做检查必
须征得患者家属同意。

几家医院都以为老人得了
食道癌，可把家人下坏了。儿女
们抱头痛哭：母亲身体一向很
好，怎么说走就走呢？为表孝
心，儿女们紧急商量，不惜花钱
冒风险，也要为母亲查查到底
患的什么病。

签字后，老人很快进入手
术室，检查结果很快出来，在穿
孔的食道下发现有一橄榄状异
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夫
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从老太太
的食道里取出一颗两头像针尖
一样的枣核时，才长长地舒了
一口气。

原来，老太太吃枣馍时吞
进一个枣核，可是她没有牙齿，
吃进枣核却一点不知，由于老
人单过，从身体不适到就诊时，
她本人及子女也从未给医生提
及过吃枣的事。医院拍片，做CT

怎么就没有检查出来，只到后
来做胃镜时才发现了一颗小小
的枣核，还差点要了老人的命。

期间，老人也以为得了不
治之症，在奄奄一息时给儿女
们含泪留下遗言。告诉儿女们
她一生省吃俭用存下的几千块
私房钱(现金)，用铁盒(易拉罐)

外包红布，分别珍藏在厨房灶
窝、面缸、以及枕头底下......

现在，老人仍住在济宁医
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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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老老年年人人脑脑血血管管性性疾疾病病的的预预防防与与诊诊断断
山东省省级重点学科———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脑血管病(如脑动脉硬化、脑血栓、
脑溢血等)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
病，是全世界公认的严重威胁人类生命
和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闫中瑞教授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脑血管
病的发病日趋低龄化。因此，宣传和普及
脑血管病的预防知识显得更为重要。

脑血管病的分类。脑血管病分为
缺血性和出血性两大类。缺血性脑血
管病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血栓
形成、脑梗塞；出血性脑血管病分为脑
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短暂性脑缺
血发作、脑血栓形成、脑溢血多见于中
老年人，多是由高血压、动脉硬化引起
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多见于青年人，是

由脑动脉瘤、血管畸形引起的；脑栓塞
多见于有心脏病(如心瓣膜病、心肌梗
死)的患者，由于心脏的栓子脱落堵塞
脑血管引起。

脑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因素。首先
是年龄老化。闫中瑞教授告诉我们，中
老年人的脑血管病发病率会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不断上升，55岁以后，年龄每
增加10岁，发病率会增长1倍，且男性
比女性的发病率高出50%。

第二个危险因素就是三高(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会引起脑血管
病已经毋庸置疑，高血压不仅可引起出
血性脑血管病(脑溢血)，还可引起缺血
性脑血管病(脑血栓形成)的发生；血脂

增高是形成动脉硬化的最重要的危险因
素，也是导致血栓形成的条件之一；而糖
尿病则可引起大血管及微血管病变，从
而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三是不良生活习惯，如吸烟和酗酒。
吸烟者脑血管病的发病率比不吸烟者增
高5—10倍，酗酒更是诱发出血性脑血管
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四是肥胖，肥胖可使血脂增高，而高
血脂又可引发高血压病、心脑血管病。

五是遗传和性格。临床发现，脑血管
病有家族聚集倾向，而这类家族中高血
压、冠心病、糖尿病的发病率均比较高。
性情急躁、情绪容易激动的人发生脑血
管意外的可能性要比平常人高出数倍。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可有头

痛、头晕、肢体麻木、行走不稳、轻

度偏瘫、流涎、语言不清、吞咽不

畅等症状，但无意识障碍。症状一

般出现数分钟到半小时后即消

失，最长不超过24小时，但症状可

反复发作。

脑血栓形成：病前可有短暂

性脑缺血发作的病史，常在睡眠

或安静状态下发病，出现口眼歪

斜、失语、偏瘫、偏身感觉及意识

障碍等症状。

脑栓塞：起病急骤，如栓塞较

大的血管时病人会出现头痛、呕

吐、烦躁不安、抽搐、甚至迅速陷

入昏迷状态。亦可因栓塞血管的

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症状。

脑溢血：多在过度劳累、用力

排便、情绪激动时急性发病，表现

的症状可因出血部位和出血量的

多少而有所差异，可有剧烈头痛、

头晕、呕吐、口角歪斜、肢体偏瘫、

意识障碍等。

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发于年

轻人，起病突然，可表现为剧烈头

痛(头部炸裂样疼痛)、眩晕、颈

硬、呕吐等，严重时会出现意识障

碍。

在此，初建峰教授提醒我们，

对于血管性疾病患者，时间就是

生命，患者一旦出现以上症状，要

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一定要在

6小时之内送医院进行抢救，切不

可擅自做主给病人使用止血剂或

其他药物，以免延误最佳治疗时

间。

无论是神经内科的疾病还是其
他学科的疾病，都是重在预防，治疗
只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张璇教授告诉
我们，对于老年血管性疾病的自然因
素年龄老化，我们是无法规避的，所
以只能从其他因素进行预防和控制。

首先是控制“五险因素”。具有上
述危险因素的高危人群要进行一级
预防，在科学分析自身情况的基础上
对症下药。高血压人群要积极控制血
压，尤其是H型高血压(伴有同型半
胱氨酸增高的高血压，这种类型的高
血压极易患脑血管病)。对于高血压，
张璇教授提醒大家，有两个误区，需
要注意。一是不头晕就不是高血压，

很多高血压患者常常误以为高血压
等同于头晕，因此不头晕就不再坚持
服药和治疗。第二个误区就是对降压
药的认知问题，高血压是终身疾病，
要终身服药。如果不坚持服药，会使
血压高低波动，极易导致血管破裂，
造成动脉硬化和脑出血等严重后果。

其次要关注血糖血脂变化，糖尿
病可引起大血管及微血管病变，血脂
增高可造成动脉硬化，故对有糖尿
病、高脂血症、心脏病者除了应接受
有关专业的治疗、监测外，同时也应
列为重点干预对象。

第三，老年人要生活规律，合理
饮食。中老年人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不抽烟，少饮酒，避免肥胖，提倡
低盐低脂饮食，饮食宜清淡、多样。
第四：适度参加体育锻炼，养成积极
健康的心态。我们应该鼓励老年人进
行适量的劳动，养成体育锻炼的习
惯，让机体保持健康的状态。同时，健
康的心态是预防动脉硬化、高血压脑
出血的有效手段。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的中老年人，要善于调节和控制情
绪，防止由于情绪的剧烈波动而诱发
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张璇教授提醒大家，阿司匹林对
脑血管性疾病有明显的预防作用，如
果没有产生牙龈出血、消化道出血等
副作用，可长期服用。

闫中瑞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神经内科主任，济
宁市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济宁市脑卒中筛查与防
治首席专家、济宁市首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济宁市首届名医。任卫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
医院专家委员会常委、中华预防医学会脑卒中预防
预警组委员、世界中联睡眠专业委员会理事、山东医
师协会神经内科分会常委。临床上擅长对脑血管病、
各种头痛头晕、周围神经病、神经变性疾病及神经疑
难病的诊断及治疗。

揭开脑血管性疾病的神秘面纱

初建峰教授

副主任医师，神经内科副主任，

山东省卒中预防学会委员，山东省康

复教育学会委员，济宁市医学会神经

介入学会副主任委员。临床上擅长脑

血管病及失眠、慢性头痛头晕等功能

性疾病的诊治，尤其是脑血管病的血

管内介入治疗，年介入手术量500余

台。

那么血管性疾病的主要症状有哪些呢？

张璇教授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神经
病学博士，主任医师，重庆医科大学、潍坊医学院
及山东省医科院神经病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
医学会济宁市神经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
中西医结合疼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市政协教
科文卫体专委会副主任，济宁市第十二届政协常
委，中国农工民主党济宁市总支主委。专业擅长
脑血管病和帕金森氏病、癫痫、头痛、神经官能
症、眩晕等疾病的诊治。

如何预防脑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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